马识途兄弟出版百岁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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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弟”王蒙昨日赶到成都为两位“老大哥”打广告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昨日上午， 新华文轩购书中心，100岁的
马识途与103岁的马士弘两位世纪老人的回
忆录《百岁拾忆》和《百岁追忆》首发式在此
举行。80岁的王蒙来为两位“老大哥”捧场，
他在台上编了一段广告：“读马氏百岁新书，
获千年灵瑞之气，长寿、通达、真纯、提升！”
发布会结束后， 三联生活书店总编辑李昕说
读者给他建议， 三联生活书店同时出版两位

百岁老人的回忆录，为世界史上仅有，应该去
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王蒙：两位百岁老人写回忆录是奇迹
昨日的现场除了有马识途的儿女和弟弟
马子超，著名作家王蒙、李致、王火也亲临现
场祝贺。今年5月，马识途到北京开书法展，王

马识途、马士弘、王蒙

蒙也前往了现场，并以“小老弟”身份直呼
“马识途老大哥”，登台后即兴诵读起马老书
法作品里的精彩诗句。
昨日从贵阳赶到成都的王蒙， 依旧兴致
高昂，他和马识途在台下开始叙旧，上台后称
自己读过两位“老大哥”的书后，第一个感想
认为他们写得非常的真实和生动， 历史用一
种最普通和生动的面貌显现在读者面前。老
人可以读小孩可以读， 是老人文学也是儿童
文学。
王蒙谈到自己读后第二个感想：“两位
百岁老人写回忆录，这个是书界的奇迹，是
书的瑰宝、生命的瑰宝、历史的瑰宝、意义
非常大。”王蒙说，读完两本书，自己也替三
联书店拟了一个广告词， 供他们参考，“读
马氏百岁新书，获千年灵瑞之气，读完书千
年灵瑞之气归你了，它们是：长寿、通达、真
纯、提升！”
随后， 三联生活书店总编辑李昕现场讲
述了这两本书的出版故事。这对老四川兄弟，
都怀抱爱国之心，殊途同归，他们之间的兄弟
之情，血浓于水，患难与共，显示和见证了人
性和人情的力量。
李昕称， 两位百岁老人同时在一家出版
社出版回忆录， 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没有第
二例。这是一件文坛盛事，更是人间佳话。特
别是马识途先生的回忆录， 对百年社会历史
发展的得失有反思有忏悔，发人深省，感人至
深。走过百年，两位世纪老人共同选择了写回
忆录这一特别方式来追忆过去，总结人生，激
励后辈， 以飨读者。 他希望两位马老身体健

康，期待两位马老更新的大作。

两位马老现场追忆百年过往
在活动现场，马识途、马士弘亲手将两本
百岁新作捐赠给省图书馆， 期望更多的年轻
人能够坚持真理、努力拼搏、为社会作出自己
应有的贡献。
在台上， 马识途先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语，他不断地给台下的读者提到“一定要说
真话”，因为他一直奉行“学习巴金说真话”
的精神，用真切坦诚的态度，将自己走过百
岁人生路中的所作所为、所见所思，繁简有
致地讲述出来。他不仅回忆了自己的童年趣
事，还详解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做地下革命
工作，九死一生，之后又在风雨泥泞的道路
上跋涉六十几年。虽几经沉浮，而初志不改，
犹在漫漫其修远的人生长途中， 上下而求
索。 同时他也回忆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心得，
自己的终身遗憾等。
马士弘因为腿脚不利索，坐在台下发言，
他拄着拐棍，拿着话筒，一口气长达十分钟的
演讲，也是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如数家珍。先简
单地分享了其103年的坎坷经历，时间跨度从
晚清末年一直到现在。 其间他既记述了父亲
在四川办教育、剿匪、对付大地主等颇具传奇
色彩的事迹， 也详解了自己亲眼目睹了日本
侵略者的暴行后愤而投笔从戎， 奋勇杀敌的
抗战经历，聊了自己虽历经艰辛但努力工作、
无怨无悔的过往。
图片由书店提供

张国立回国
对儿子吸毒沉默
为灾区捐款50万
7月29日， 刚过32岁生日的演员张默因
涉嫌吸食毒品和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被北
京警方挡获（成都商报曾报道）。张默吸毒
被抓时， 他的父亲张国立正在加拿大休假。
前晚，张国立回到了国内，尽管截至目前，张
国立仍对儿子吸毒一事保持沉默，但就在前
日和昨日，回国后的张国立得知云南地震的
消息后，先后捐出了50万元支援灾区。
前日， 有媒体在上海虹桥机场拍到张
国立。不过截至昨日，张国立仍未接听成都
商报记者的电话， 他也并未像上一次一样
通过网络站出来替儿子道歉。 尽管对儿子
吸毒保持沉默， 但热衷公益的张国立回国
后，得知云南鲁甸县地震，立即从“国立爱
心基金”中捐出10万元人民币，用于地震灾
区抗震救灾公益项目，昨日，张国立、邓婕
夫妇又追加40万元捐给灾区。
云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相关人士介
绍，2010年12月23日，张国立、邓婕夫妇携
手云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建 “国立爱心
基金”， 张国立也是云南青基会爱心大使。
“国立爱心基金” 曾多次对云南进行爱心
捐助，2011年云南盈江地震后，张国立和邓
婕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捐出10万元；2012年
捐出100万元救助100名病患儿童；2013年
捐出50万元救助80名病患儿童。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刘婧如

成都商报联合陕西卫视“丝绸之路万里行”
王志重走丝绸之路游记独家专栏
近日，陕西卫视联合成都商报举办“丝绸之路万
里行”活动，著名主持人王志率队走进敦煌。成都商报
特邀请王志撰写丝路之行独家专栏 《带着梦想西
行》，讲述他丝路行的所感所想。

从嘉峪关出发， 沿高速出城不久，路
边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不同的景象其
实出奇的单调：戈壁、骆驼草，风车和电线
高架，祁连山已消失在视线里。丝路万里
行采访车队向西进发，直奔目的地——
—敦
煌。
一 路 “狂 奔 ”到 瓜 州 。记 得 1987 年 来
时这个地方叫安西。改名之后，此地瓜果
“热卖”，瓜州嘛！车队行进在前往敦煌的
路上， 也许是几天来的高强度行程和采
访工作，同车的人一言不发，大家都静静
地望着窗外，我也浮想联翩……
离敦煌越来越近， 我的心情与心思
也开始陡然肃穆。

带着梦想西行
文 / 王志（原央视《面对面》主持人，现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助理）

二十七年前， 一位年轻的学子曾经
走过这条道， 那是一段美好而艰辛的旅
程，青春和汗水抛洒一路，只为与梦中的
敦煌相见。今天，与他相伴的是一支车队
和他已经实现以及还不曾实现的梦想。
敦煌未到，眼角湿润，泪水已禁不住悄悄
滑落。无独有偶，一位姑娘也曾走过这条
路。 年轻的她曾在莫高窟前祈求收获爱
情。如今姑娘与学子走到了一起，他们在
梦想的路上继续前行。
梦想是现实社会的稀缺资源， 但敦
煌是个多梦的地方。它让没梦的人有梦，
它让有梦的人美梦成真！ 今天已无法想
象很久以前那个叫乐尊的僧人在三危山

的断崖边看到过什么？ 第一个洞窟如何
开掘？但他一定是个有梦的人。他的梦与
无数人的梦汇聚交集， 共同构建了敦煌
的美梦。
虽然， 如今的敦煌已不是当年的敦
煌，但敦煌的梦想还将延续。在敦煌的大
梦里，许多人的名字浮现出来，许多的事
情日渐远去，包括王圆箓和斯坦因们。岁
月的长河洗净铅华，唯有梦想永不褪色。
一路风光不如画，单调乏味而不可陈。但
故地重游感慨万千，我是谓外表平静，内
心狂野。入住飞天酒店，猛然记起当年也
住 的 “飞 天 ”。进 了 酒 店 才 知 道 ，两 个 “飞
天” 两码事儿， 酒店与宾馆字面区别不

大 , 但就时间而言，隔着辈分呢。
顾不得寻思酒店的差别， 放下行李
就来到了 敦 煌 数 字 影 院 。 投 资 3.6 亿 ，真
的 大 手 笔 。两 个 厅 ，一 个 是 高 清 影 院 ，八
千 万 像 素 ，闻 所 未 闻 ；一 个 是 球 形 影 院 ，
崭新体验，效果绝对震撼。这是十年前采
访樊锦诗院长，她说过的梦想，所以她坚
持叫我先睹为快。如今美梦成真，我肃然
起敬也为樊院长欢喜，欣慰。
丝路万里行的目的地并不是敦煌，
我们还要往西，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
要在敦煌停留， 敦煌有我们想要的东
西——
—梦想，我们将带着梦想继续西行，
一如当年的张骞、霍去病、班超和玄奘。

“坏蛋”何时出现？ 大家都没谱

生活

营养专家表示，夏季鸡蛋不放冰箱最多保鲜10天，不新鲜的鸡蛋营养会受损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实习生 彭何 曹雅倩

刚买 了 两 周 的 散 装
鸡蛋， 郭先生昨日发现，
蛋黄已经涣散。难道是成
都近日升温，鸡蛋放不住
了？他细想想，没有包装，
这鸡蛋产于何时，保质期
几天，根本无从查询。
郭先 生 的 担 忧 并 不
是没有道理。在网上搜索
食物中毒，食用鸡蛋中毒
的案例占了很大比例。鸡
蛋该有保质期吗？最多储
存多久可以维持鸡蛋的
新鲜？对于鸡蛋的保质期
有无国家标准？ 对此，成
都商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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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就是因为担心运输时长影响鸡蛋质量。
“当然我不能保证45天之内肯定不出问
题”，他称，鸡蛋太脆弱，受环境影响大，具体保鲜
要看环境。“要是合适条件存放， 两个月也没
事”，要是现在的天气不放冰箱，“可能放30天”。
“鸡蛋变质的界限，是看蛋黄散不散”，
王先生称， 从这一点上来讲，45天算相对保
守。但要保证新鲜，还是越早食用越好。

盒装鸡蛋保质期大不同
15天到45天不等
昨日， 记者对成都市区内家乐福、 人人
乐、百佳等5所大型超市，以及天涯石北街农
贸市场和大红农贸市场进行了走访。其中，所
有散装鸡蛋均无保质期； 带有包装的鸡蛋印
有保质期，但各不相同，最长45天，大多数是
30天，甚至有15天的。
天涯石北街农贸市场的一个粮油摊位
上，李老板告诉记者，摊位销售的所有散装鸡
蛋均是当天进货，货源来自温江、双流等成都
周边的养殖场。 除了某知名品牌的散装蛋在
蛋壳上印有生产日期外， 其他蛋上无任何标
识，“散装蛋都没标过保质期”。李老板称，自
己买的鸡蛋都是一天一进货，基本无存货，但
若客人问起保鲜期限，他会建议15天。
家乐福超市的盒装鸡蛋品牌较多， 盒上
都印有保质期。如圣迪乐村、遛鸡哥农家土鸡
蛋等保质日期为30天；正大的盒装蛋、十陵禽
业合作社的土鸡蛋保质期为45天。“这个天
气， 储存最好别超过15天”， 一名工作人员
称，包装上的保质期只是保证不变质，但高温
天气下超过15天，“肯定就不新鲜了”。

保质期企业自己定
尚未出台统一标准
鸡蛋的保质期到底该多久？对此成都市农
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国家卫生部门对鸡蛋的保质期尚未
出台统一的标准。也就是说，鸡蛋保质期究竟
有几天， 没有明确的说法。“其实这也确实不

营养专家
制图 王珏菲

好界定”，该负责人称，好比鸡蛋入了冻库，自
然保鲜久一点，没入冻库储存，变质就快。“许
多鸡蛋是一家一户产的东西”， 刚下了蛋，就
挑到了市场上，很难有个准确的保质期。
他表示，市面上经过包装的鸡蛋，企业会
标明保质期，但这是企业自身制定的标准，参
考了自家鸡蛋的生产环境、 包装日期和运输
条件等等，因而各家标准不一致。但这些因素
都会影响鸡蛋存放时间，例如鸡蛋散了黄，除
了存放过久，还可能是车辆运输颠簸所致。
虽然鸡蛋的保质期没有国家标准， 但该
负责人称，在流通环节出现了质量问题，应由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监管。 记者联系到
了成都市食药监相关负责人，他表示，鸡蛋作
为老百姓消费量较大的一类商品， 早已纳入
了该部门重点监管范围, 不仅会对鸡蛋商品
质量进行抽检，若市民购买到过期变质鸡蛋，
也可随时拨打食药监投诉电话12331，进行举
报，食药监会尽快受理。

45天保质期咋来的？
由技术员实验测算得出
既然卫生部门尚未出台关于鸡蛋保质期
的相关标准，那么盒装鸡蛋上的保质期，企业
又是如何得出的？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禽业合作社是一家
鸡蛋生产商，鸡蛋销售全省，其盒装蛋上的保
质期是45天，还提示了存放条件是“阴凉、通
风”。其相关负责人王先生告诉记者，这45天
的标准， 是厂内的技术员通过反复实验测算
得出的。“比如，鸡蛋小头放下，大头朝上，放
在2至5度的冰箱里， 两个月之后没有任何变
质”，王先生称，技术员将鸡蛋恒温储存、冷
藏、高温等各种环境储存实验得出数据后，最
终认为45天相对适宜。
运输条件也在他们对保质期的考量范畴
内。他称，厂内的鸡蛋只运送省内市场，不跨

鸡蛋状态分三类
变质鸡蛋易含沙门氏菌
鸡蛋能保鲜多久？ 成都市第三医院营养
科临床营养师余婉婷告诉记者， 鸡蛋依照新
鲜程度，分为新鲜、次新鲜，和陈鸡蛋三类。新
鲜时食用最好，到了陈鸡蛋的程度，就最好不
要食用了。
她表示，在当下的季节、温度中，鸡蛋在
冰箱中最多能保持新鲜15天，若不放冰箱，至
多10天。若在冬季，鸡蛋最多能保持新鲜约40
天。鸡蛋壳上有细小的孔隙分布在表面，当鸡
蛋转为次新鲜时，细菌逐渐侵入，到了陈鸡蛋
阶段， 通过蛋壳孔隙进入鸡蛋的细菌就已超
标，放置更久甚至会长霉、发出臭味。
“所以鸡蛋不要多买，尽量吃新鲜”，余
医生称，即便细菌尚未超标，鸡蛋放久了，营
养价值也已被破坏， 并且，“建议鸡蛋存放条
件得当，最好放入冰箱”。
变质鸡蛋可能含有沙门氏菌等细菌。余
医生称，误食后易引起胃肠道的不良反应，腹
泻、腹胀、呕吐等等。

三招教你
识别变质鸡蛋
一掂，用手掂一掂其轻重，新鲜鸡
蛋通常较重。 通常变质的鸡蛋会比新
鲜鸡蛋更轻。
二摇，在耳边摇一摇，由于新鲜鸡
蛋较实，摇晃起来没有响声。变质鸡蛋
则有声响。
三看，鸡蛋壳表面粗糙的，通常比
较新鲜。变质蛋接触空气时间过久，蛋
壳会比较光滑。

全国鸡蛋价格再创新高
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
格行情系统监测，6月底以来， 全国鸡
蛋价格涨势较为明显。8月4日，全国普
通鲜鸡蛋价格突破5月底价格高点，再
创历史新高。与6月26日相比，8月4日，
全国普通鲜鸡蛋价格上涨7.9%。 分地
区来看， 超过九成省区市的鸡蛋价格
上涨。其中，吉林、黑龙江、陕西的价格
涨幅居前，分别为21.3%、19.9%、15.8%。

